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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背景



企业背景_ 简介

▪ 集团2018年营业收入超过300万美元

▪ 韩国首个以 技术在 上市

(2016.8)

▪ 7个国家和地区，约1,340名资深团队

韩国 .1数字化营销集团

▪ 在韩国数字营销企业中，拥有最多的海

外分公司

▪ 不断并购海外优秀企业，加强海内外协

同服务效果，把成功的营销经验不断传

输到韩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

亚洲大型数字营销中心

▪ 在韩国最先启动 项目

▪ 擅长区块链领域营销，不断扩大虚拟

货币、 等区块链业务

区块链产业的领航者



▪ 各国家和地区本土化资深服务团队

▪ 运营 资源数据库，服务范围覆盖亚洲大部分国家

▪ 独立研发并运营大型移动广告效果营销平台 - 珂奥利

▪ 与 等媒体机构和当地媒体有深入合作关系

▪ 海外分公司相互分享成功营销案例，推进区域合作，发挥协同效应

▪ 海外分公司深度了解当地文化，可提供本土化的营销方案

亚洲国家和地区 核心分公司 专业团队

企业背景_ 简介



企业背景_核心优势

韩国 移动端营销平台 韩国 网红效果营销平台 大型数字化综合营销平台 专业数字化效果营销平台



部分获奖信息

企业背景_获奖信息



公司简介



北京珂奥利昂利斯广告有限公司

是 中国区分公司之一

（中国区分公司：北京分公司、台湾分公司）

于2011年1月成立

是一家拥有多年营销经验

能够应对中国互联网市场的快速变化

进行以效果营销为主的专业数字营销公司

为企业提供中韩两国以及亚洲各地区品牌营销服务

帮助企业进行全球化营销布局

顺利开拓国内外市场

公司简介_



公司简介_

营销部

亚洲/韩国区
营销事业部

中国区
营销事业部

内容
创意部

设计部 事业部 新事业部

市场/竞品分析 品牌/媒体战略

预算/ 策划广告运营/优化

媒介采购 效果分析/结果报告

图文策划

软文编辑

视频脚本

制作图文/视频

广告素材设计

亚洲/中国/韩国

营销策划

运营优化

韩国/中国

战略规划

流通渠道

沟通机制



公司简介_核心优势

韩国市场

游戏行业资深营销行家

提供线上线下整合营销服务

韩国区营销服务

10年中国市场

丰富的营销服务经验

精通互联网数字营销服务

中国区营销服务 亚洲区营销服务

依靠强大的背景资源

提供针对亚洲

各核心国家的营销服务

自主研发的移动端

珂奥利 保障营销服务

确保优质流量，优化成本



韩国区营销服务

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

数字营销咨询

◼ 市场调研、
竞争品牌调研

◼ 将对市场和消费
者的洞察引入战
略规划

内容创意制作

◼ 策划基于消费者
行为洞察的创意
方案

◼ 应用于网站、网
络游戏、移动应
用程序、社交媒
体、病毒传播等
领域

效果营销

◼

等广告形式

◼

媒体

社交媒体营销 线上线下广告

◼ 关键词搜索广告，
图文/视频广告

◼ 线上线下
活动策划
媒体推广

◼

等平台
/网红营销

◼ 开通品牌
社交媒体帐号
并负责运营

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

游戏行业营销服务基本流程

分析游戏特色 分析定位/目标玩家 韩文游戏命名 策划

精选游戏代言人 媒体推广战略 事前预约推广 上线 营销

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预约：完成200万玩家募集

上线：游戏内充值金额最高达到游戏排行榜 3

预约：完成50万玩家募集

初期 完成率：超过60%

游戏预热&上线整合营销游戏预热&上线整合营销

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邀请韩国著名人气演员李圣经拍摄一段主题为 的短视频， 以迷你音乐剧的形式展现，伴随着丰富的场景及音乐的变化，吸引了90后年

轻人的目光。此外，还邀请消费者亲自来到L工作室体验了与这次主题相关的拍照和色号咨询等活动。

兰芝 气垫 李圣经

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现场通过视频体验 专利成分 精华的效果，让消费者感受产品的优越性能，传达了皮肤的状态是可以通过护肤品改变的概念，通过有趣的互动方式，促进消

费者的购买行为。

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是韩国最大的搜索引擎和门户网站，

世界五大搜索引擎网站之一，是包括社群、知识 、新闻、图片、地区情报

等在内的综合性网站，可实现大面积曝光、创造热点、品宣等目的

韩国免费聊天软件，总注册用户数6,000多万，

每日信息发送数量是韩国三大运营商短信总数的约三倍，

韩国智能手机50%以上的市场渗透率中，90%以上是 的用户

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抖音海外版 ，韩国非常受欢迎的视频平台，多次登顶当地

或 总榜，支持开屏/信息流/话题/贴纸等多种广告形式

[开屏广告] [话题挑战][信息流广告] [贴纸]

韩国 数字视频媒体，畅享喜爱的视频和音乐，

汇聚美妆、时尚、美食、游戏等各行业网红，是韩国最受关注的视频平台

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韩国青少年最喜欢的社交媒体, 在韩国

90后的年轻用户中排名第一(其次是 、 等)

以拍照分享为主，融入了很多社会化元素，包括好友关系建立、

回复、分享和收藏等，在韩国30多岁的用户群体中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

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一款在线视频软件，可以关注韩国国内最新上传的

各种视频，包罗新闻，综艺，生活，娱乐等各方面，韩国第一大直播平台

是面向视频游戏的实时流媒体视频平台，

韩国第二大直播平台，众多游戏网红入驻，是游戏玩家汇聚的平台



※ 以上为部分韩国线上媒体简介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韩国流量最高的事前预约 平台

对游戏关注度较高的玩家为目标，发行事前预约优惠卷等多种活动

全球著名搜索引擎 在韩国的分站，

于2001年开设，帮助用户查询找出准确的搜索结果，在韩国较受关注



屏蔽门广告 / 车箱广告 / 灯箱广告 / 数字海报 车身广告 / 候车亭广告 楼宇广告 / 电梯广告 / 场地广告 / 机场广告&其他

地铁广告 公交广告 其他户外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

[地铁站灯箱广告]

[地铁屏蔽门广告]

[地铁站数字海报广告]

[地铁站数字媒体通道广告]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※ 以上为部分韩国地铁广告位



[公交车身广告][公交车粉丝应援广告] [公交车候车亭广告]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※ 以上为部分韩国公交广告位



[江南 ]

[鸟山大路_新能 ]

[明洞 乐天百货墙面]

[建国大学 ]

业务介绍_韩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※ 以上为部分韩国户外广告位



中国区营销服务



效果
营销

病毒
营销

关键词搜索广告
在百度/360/神马等核心搜索类网站

投放关键词搜索广告，跟踪数据分析，
优化效果

互联网广告
在百度/360/腾讯/爱奇艺/优酷/抖音等

主流媒体
投放广告，跟踪数据分析，优化效果

下载
在百度/360/腾讯/爱奇艺/优酷/抖音等

主流媒体
投放广告，跟踪数据分析，优化效果

运营SNS社交媒体帐号
微信/微博/小红书/抖音等
主流社交媒体平台帐号开通/策划/运营

网红/
抖音/一直播等平台
直播或视频植入等

软文传播
新闻稿件/ /问答类/小红书等平台
策划创意内容并进行传播自有

平台

全案
营销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

珂奥利移动广告平台，通过 系统，防止点击作弊欺骗行为，能够获得优质用户的流量，保障CPI效果

全案营销服务

提供从市场调研到品牌定位、战略，媒体策划/推广，舆情监测等整合营销服务



效果营销

品牌，百度关键词搜索推广

执行前对网站访客进行分析，优化关键词，提高执行效率

降低28%

上升270%

[执行前] [执行后] [执行前] [执行后]

✓ 执行前对网站访客进行分析

✓ 优化关键词并推广

✓ 展现电话号码/官网等方式加大有效流量

✓ 执行效果

▪ 降低28%

▪ 提升270%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

效果营销

品牌， 用户拉新，增加

应用市场平台推广, 平台效果营销，数据优化并提高效率

✓ 在12个平台(最终精选6个平台执行)，针对 用户进行拉新，

加大 有效访问量

✓ 通过 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入分析，

在各广告平台进行定向投放

✓ 执行效果

▪ 降低46%

▪ 上升220%以上

上升220% 上升300%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推广后3个月内 趋势 推广后3个月内 访问量趋势



效果营销

品牌，确保新用户，下载成本优化

设计投放素材，定向优化投放，拉新有效客户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✓ 在4个广告平台，针对 用户进行拉新，优化成本，

创意设计图文/视频，定期更新投放素材

✓ 通过 对用户数据进行深入分析，

对各广告平台进行定向投放

✓ 执行效果

▪ 对比执行初期降低34%

▪ 分析 , 针对 功能改善

提出战略性建议

广告图文/视频素材案例



品牌， 中国区广告投放

与中国区 媒体合作，通过珂奥利独有的 进行效率管理，拉新 高质量用户

效果营销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✓ 创意设计 /拉新为目的的广告素材

✓ 通过珂奥利移动广告平台和 ，每日

进行效果管理

✓ 执行效果

▪ 最高 达到700%, 平均200%以上

广告图文/视频素材案例



品牌营销

品牌, 定制，网红现场打卡

策划定制 活动页面，并结合相匹配的互联网平台推广，达到效果最大化

✓ 定制 活动页面

✓ 抖音网红现场打卡活动策划

✓ 优选微博/微信 ，发布创意内容

✓ 执行效果

▪ 活动参与数 1万人+α, 粉丝 8万人+α

▪ 视频播放数 500万次+α

▪ 微博粉丝通 / 0.13

▪ 抖音互动数 2万+α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微博粉丝通投放页面 定制页面 网红现场打卡策划/执行



品牌营销

品牌, 搭建微信小程序，网红直播

曝光品牌方主办活动，加大品牌账号关注度

✓ 微信小程序策划/搭建

✓ 包括小游戏在内的活动策划/执行

✓ 网红直播推广

✓ 执行效果

▪ 搭建微信小程序

▪ 小游戏活动参与人数 1.5万人+α 

▪ 微信 曝光 82万次+α

▪ 网红直播实时排名 1, 直播观看数17.5万人

+α, 评论 4.2万人, 点赞 255万人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定制微信小程序 微信活动策划 网红直播策划



品牌营销 新品上市

品牌, 品牌微博运营/微博粉丝通/网红直播

新产品+明星联合推广，互联网热门化

✓ 运营品牌微博账号，定期发布创意内容

✓ 粉丝通定向投放，提高推广效果

✓ 通过网红直播，加大曝光率

✓ 执行效果

▪ 微博粉丝通 7 / 0.3

▪ 网红直播观看数 1,000万次+α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微博粉丝通页面 网红视频策划/发布1 网红视频策划/发布2



品牌营销 新品上市

品牌, 微信公众号内容策划/制作/发布, 微信朋友圈广告

百度关键词广告/ 广告, 优酷广告, 网红视频发布，提高品牌曝光度以及消费者认知度

✓ 运营微信公众号，投放朋友圈广告

✓ 百度关键词广告/ 广告, 优酷广告等

✓ 网红视频策划并发布

✓ 执行效果

▪ 定向(区域)投放微信朋友圈广告, 3%

▪ 百度关键词广告 6%, 1.5

▪ 优酷广告 5.2%, CPC 0.3

▪ 网红视频观看数 250万次 +α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案例)

微信朋友圈广告 优酷广告 网红视频策划/发布



百度搜索推广

百度搜索推广是基于百度搜索引擎，在百度搜索结果的显著位置展示企业推广信息，帮助企业把网民有效转化为客户。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案例

案例



百度品牌专区

位于百度搜索结果首位，以超大黄金首屏展示位置，以文字、图片、视频等多种广告形式全方位推广展示企业品牌信息，

将最为精华和直接的品牌信息展现在网民面前，更方便的获取所需企业资讯，是提升企业品牌推广效能的创新品牌推广模式。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案例

案例



百度信息流广告

百度信息流广告是在百度 、百度首页、贴吧、百度手机浏览器等平台的资讯流中穿插展现的原生广告。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百度 案例 贴吧 案例 百度浏览器 案例



腾讯广告

腾讯广告汇聚腾讯公司全量的应用场景，拥有核心行业数据、营销技术与专业服务能力，

可以将广告呈现在微信朋友圈、公众号、 等多种广告场景；有效帮助企业推广移动应用、本地生活服务、品牌活动等。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微信案例 空间案例 浏览器案例



微博粉丝通

面向所有微博用户，把品牌账号内的信息广泛传递给粉丝或非粉丝的移动社交推广平台，可定向投放并快速提高曝光率。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粉丝通案例 粉丝通案例 搜索广告案例



巨量引擎

字节跳动旗下的官方营销服务品牌，整合了抖音、今日头条、

西瓜视频等营销资源的广告投放平台，可以指定目标用户群，执行有效的广告投放。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抖音案例 头条案例 西瓜视频案例



爱奇艺

中国领先的高品质视频娱乐服务平台，是中国首个会员数量突破一亿的视频平台，

有包括电影、电视剧、综艺在内的多元化内容矩阵，在各广告领域可定向投放各种素材。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5/15 贴片广告案例 信息流广告案例 广告案例



社交媒体营销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微博发布案例1 微博发布案例2 微信发布案例1 微信发布案例2 微信小程序案例

✓ 双微一抖等核心社交媒体，开通品牌账号并负责运营

✓ 包括内容策划，创意设计图文视频并发布，通过与电商平台的互动，达到品效合一

✓ 定期分析互联网消费者趋势以及竞品品牌现状，并根据项目所需定制小程序



网红营销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✓ 拥有海量的社交媒体以及直播平台网红资源数据库，包括双微一抖、淘宝、快手、小红书、哔哩哔哩、一直播、映客等

✓ 根据品牌和产品特点，优选 (头部/腰部/素人)并创意合作，通过组合方式达到曝光率最大化

✓ 线下探店、开箱测评、电商平台引流等多种合作方式



新闻/论坛/问答营销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百度曝光案例1 百度曝光案例2 小红书案例 百度知道案例 论坛发布案例

✓ 发布与品牌/产品相关联的论坛内容，提高认知度并引爆话题

✓ 发布原创媒体稿件，提高百度等搜索引擎的搜索结果，加大品牌露出度

✓ 通过百度知道、知乎、小红书等平台的软文发布， 提高自然曝光率



应用市场广告

在中国各应用市场(安卓 – 360/应用宝/ /小米等)广告平台进行定向投放和优化，达到广告效果最大化。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应用市场案例 案例 小米应用市场案例



中国各应用市场排名上升优化 及搜索结果优化，同时以积分墙等方式达到搜索排名靠前。

1 2 3

业务介绍_中国区营销服务(媒体)

搜索关键词优化案例





珂奥利 保障广告

珂奥利是行业领先的移动效果营销平台，在韩国排名第一，

凭借专有技术平台和丰富的营销活动经验，在亚太地区拥有强大的影响力，拥有丰富的媒体流量和用户覆盖率。

业务介绍_



珂奥利 保障广告

是通过珂奥利 的 ，进行广告运营及效率管理，是保障广告主需求的可靠的 商品。

业务介绍_



珂奥利反作弊系统

凭借多年来的 运营经验，自行研发作弊监控系统，先行防御疑似作弊流量从而掌控投放渠道的效果。

珂奥利反作弊系统

业务介绍_



珂奥利 保障广告业务流程

该产品可依据实时监控系统，进行各媒体优化，致力于获得良好的回报，确保客户的 达成。

1 2 3

客户 类型

业务介绍_



业务介绍_ 案例



亚洲区营销服务



业务介绍_亚洲区营销服务

品牌

全案策划
媒介采购效果营销 自媒体运营

目标市场

竞品分析



珂奥利昂利斯与中韩两国各行业知名公司均有深入合作关系

业务介绍_合作企业



www.caulyoblisss.com


